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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岳阳经开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突出产业项目建设，聚焦实体经济
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园
区高质量发展。1-11月，全区规模工业增加
值增长8.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7％；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0.3％；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 38.6 亿元，增长 7.4%，其中税收收入
36.2 亿 元 ，增 长 25.2% ，税 收 收 入 占 比 达
93.8%；培育新增“四上企业”62家，其中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新增18家。

兴产业、强实体，为园区高质
量发展提供核心支撑

园区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产业、在实体。
2019 年以来，岳阳经开区始终把发展产业、
振兴实体作为重中之重的事情来抓，围绕装
备制造、生物医药、现代物流三大主导产业
的延链补链强链，紧盯 3 个 500 强企业和上
市公司，突出招引重大项目，加速项目建设，
推动技改扩能倍增，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
支撑。

招商引资取得突破。聚焦引进 3 个 500
强企业和上市公司，共签约项目 24 个，总投
资约 300 亿元，含投资 105 亿元的光亚智谷
项目、投资100亿元的恒大养生谷项目，实现
100亿级舰母型产业项目招引“零突破”。

项目建设持续升温。全力抓签约项目开
工建设和在建项目竣工投产，目前，在建项目
15 个，总投资 134.7 亿元，东方雨虹、数博环
球、海济药业等投资过 10亿元的工业项目年
内可竣工投产；海王生物、中富杭萧、新奥泛
能等一批项目已经开工；龙森源、洪博鑫、创
宇电机等一批项目近期可动工建设。

扩能倍增成效明显。扎实推进企业扩大
产能产值倍增计划，科伦药业、雷勃电气、长

炼机电、巴陵炉窑等一批龙头企业税收增长
较快，科伦药业全年税收可达 1.1 亿元，实现
利润、税收“双过亿”。老铺黄金、凝宏建材、
昌德环科等一批骨干企业有望迈进“亿元企
业”行列。筑盛阀门、同联药业、胜景干黄3个
市定企业扩能倍增取得实质性突破。

抓科创、育动能，为园区高质
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强化科技创新是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所在。2019年以来，岳阳经开区深入实
施创新引领战略，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全
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创新取得长足进
步，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75 家，实现高新技术
增加值约91.7亿元，增长18%。

打造科技创新平台。不断与深化省内外
名校的交流合作，组建产学研联盟，新建了一
批高水平的国家级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院士工作站等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加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目前，岳阳
经开区已建成院士工作站 5 个、国家级技术
研究中心3家、省级以上研发中心16个，市级
研发机构31个，创新驱动能力不断增强。

集聚科技创新人才。认真落实“芙蓉人
才行动计划”和巴陵人才工程，充分吸引国内
外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来区创业、各类中高
级专业人才来区就业，努力将经开区打造成
为湘北地区人才高地。2019 年共为区内企
事业单位引进各类中高级专业人才近 200
人。加大人才队伍建设财政支持，对经认定
的创新创业的领军型、高端型、成长型人才

（团队）分别给予300万元、200万元、80万元
项目资金支持。如科伦研究院，在政策支持
下引进 14 名博士、40 名硕士，组建了与国际
制药工业先进水平接轨的优秀研发团队。区
管委会拿出 850万资金用来支持企业建设人

才公寓和奖励人才创新团队，确保人才进得
来、留得住、用得好。

强化科技创新服务。积极实施高新技
术企业培育，组织园区企业开展科技培训，点
对点服务，宣传专利申请、高企认定等方面的
科技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开展科技创新。
2019 年 1-10 月，全区共申请 316 件，授权
179件，昌德化工等8家企业申请专利质押融
资担保入库；昌德环境申报的2019年湖南省
专利奖已通过公示；康润药业申报的2019年
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已通过公示；大中科电
气肖红荣获2019年度湖湘青年英才称号。

优环境、提效能，为园区高质
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岳阳经开区始终牢固树立抓环境就是抓
发展的理念，下大力气、下真工夫，持续推动
城乡环境治理和营商环境优化。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集中攻坚，武
广高铁、岳阳大道连接线、奇西公路、空港大
道、临湖路“五线”拆除“四房”18.96 万平方
米，清理垃圾71715吨，疏浚沟渠253.5公里，
绿化植树 34.1万棵，建设市区两级示范村 11
个，建成美丽屋场 10 个，基本实现“干干净
净、清清爽爽、整整齐齐”目标。扎实推进中
心城区污水管网“四个一批”项目建设，南北

港河截污管网、罗家坡污水处理厂跨北港河
配套管网及枣子山路、庙坡冲路、木里港路、
大王庙路污水管网已完成建设；王家贩东路、
枣子山北路 2 条污水管网正在加快推进，全
年污水管网建设长度达 25公里，是全市管网
建设成效最好、缺口最少的县（市）区。整治
关停沙石场 59 处，立案 2 起，刑拘 2 人，沙石
场全面清理到位。

营商环境越来越优。岳阳经开区坚持以
“对标台州、全省一流、群众满意”为标准，深
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放管服”改革，构建
产业项目服务“流程再造”“1+8”工作机制，实
现工业项目园区办理，工业建设项目施工许
可 48.5 个工作日完成，企业开办 7 个工作日
完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不超过 100 个工作
日。特别是积极探索创新联合审批、联合验
收机制，在全市率先完成东方雨虹德爱威基
地项目联合验收“第一单”，项目竣工验收期
限由3个月缩减到1个月，极大节省了企业成
本，提升了服务效能，加快了项目建设。启动

“政银合作”服务企业“110”工作（一件事、一
天办结、零成本），全省领先。

保底线、防风险，为园区高质
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岳阳经开区始终
将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债务管控等底线工作

牢牢抓在手里，努力确保经济社会安全稳定。
民生保障不断加强。始终树牢“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加大民生投入保障，解决民生突出问题。
精准脱贫，8 个省定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发
生率降至 0.7%；珍珠山小学、北港小学、十九
中投入使用，义务教育超大班额化解全面完
成；珍珠山公园建成向市民开放；1628户拆迁
户喜迁新居，另有 799 套 2019 年底交房，
1399 套加快建设，安置短板不断补齐。棚户
区改造、供销社改制、公益性公墓建设稳步推
进，群众获得越来越多。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信访“三无”单位创
建不断深化，全区进京赴省群访“零发生”和
非访“零登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力推
进，侦办团伙案 4 个，破获刑事案 11 起，查处
公职人员 2 名，刑事立案与八类刑事案件分
别下降 27%、41%。安全生产紧抓不放，开展
安全行动 185次，排查整改隐患 200多处，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

债务管控从严从紧。出台政府性投资项
目指导计划，“调缓停撤”非必要性、非紧迫性
项目67个，压减财政性投资资金20亿元。聚
力打好财政增收、土地出让、国有闲置资产处
置、僵尸企业清理退出、项目调缓停撤“五个
主动仗”，加快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已
偿还政府隐性债务3亿元，全面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好风送我上青云好风送我上青云
————岳阳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纪实岳阳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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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万里““丝路丝路””展雄风展雄风
————来自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的报道来自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的报道

城 陵 矶 老 港
改造前航拍全景。

集装箱码头堆场。 （本文图片由城陵矶新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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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亚平 陈 煜

2019年12月26日，笔者走进城陵矶老港，
江水滔滔，百舸争流，一座老旧的欧式建筑独耸
在江边山包上，守望着港口岁月。

历经百年沧桑变迁，使命引领复兴航向。
城陵矶老港职工盛正伟讲述历史：1899 年秋
天，英国人赫德委派税务司马士来到城陵矶，勘
察地形，绘制地图，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港口
条件。几个月后，岳州宣布开埠。1901年，3座
独特的西式关房建筑完工。眼前这座老建筑就
是硕果仅存的“上洋关”，之前也称岳州关，它是
湖南对外开放的首个窗口。

大石激水，涛声依旧。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千年名矶历久弥新，过去的辛酸苦楚已随着江
水远逝，逐步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湖南城
陵矶新港区作为湖南对外开放桥头堡、通江达
海增长极，自2009年设立来，通过建设大港口、
促进大物流、培育大产业、推动大开放，一座现
代新港、产业新区已然崛起，正加速融入长江走
向世界——

沧海桑田沧海桑田
百年老港换新颜百年老港换新颜

城陵矶是长江三大名矶之一，襟江带湖，形
成长江天然的深水良港。

早在殷商时期，城陵矶就有港口活动的迹
象。1899年，城陵矶开埠后，煤、油、盐、米、茶、
棉花等源源不断从这里通行，使岳阳成为中部
地区重要的商贸流通中心。随着历史的变迁，
它几经起伏跌宕。受抗日战争影响，城陵矶港
基本瘫痪。新中国成立后，港口才走上发展壮
大的快车道。

78 岁的聂志强在老港工作了一辈子，“新
中国成立前，我当时还小，记忆中码头周边只有
一些老旧房子，一片荒芜，码头偶尔有些小渔船
运送点粮食和稀缺的物资。那时饭都没得吃，
谈不上码头建设，哪像现在有档次有规模。”谈
起过去，聂志强满是辛酸，“现在条件好喽，我们
这一辈还有退休工资领，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
想。”

“1956 年，城陵矶港第一座正规化码头落
成；1965年，长航城陵矶港务局成立；1980年，
城陵矶港被国务院批准为长江沿线最早对外开
放的八大港口之一；1992 年，5000 吨级外贸
码头投产。2002年，城陵矶港改制并入湖南泰
格林纸集团，并更名为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
司；2012 年，并入诚通集团旗下的中国纸业；
2018 年回归岳阳公共码头序列。”原城陵矶港

的老干部李望生对
港口的发展变迁如数家
珍。“那时候为了抓码头

建设，当时港口人都是肩挑
背扛，把石块一块块垒好、把铁
轨一段段铺设，特别是冬天，身

上汗湿了江风一吹，那个冷啊真是骨
子里寒。但我们熬过来了，因为要建

的是我们自己的码头，大家都有股信念，做事也
浑身都是劲。”

杨智良 1980 年到城陵矶港务局工作。两
年前，他动员儿子从武汉某港口企业回来工
作。“我父亲是老港口人，我还有3个月退休，现
在港口发展来势好，我希望一家人能在一起。
儿子已成家立业，待遇不错，连年被评为先进员
工。现在有空我也带孙子来港口转转。”杨智良
说起儿孙，眼里满是光芒。像杨智良这样一家
三代奋斗在港口的还有不少。

2018 年 12 月 28 日，城陵矶老港迎来一个
重要转折，省国资委牵头成立湖南省港务集团，
由省水运投主导推进全省港口资源整合，这是
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搞
大开发，共抓大保护”重要指示的大手笔。短短
几个月，老港完成码头整治和复绿任务，2019
年又投资 4 亿元进行环保提质改造，目前作为
全省单跨径最大的、最高螺栓球钢网架的散货
大棚已基本完工，3个起重能力达 40吨的桥式
卸船机等大国重器也将登场。湖南省港务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国兵说，2020年3月，一座
现代化园林景观式港口将屹立于世人面前，将
打造成为全国内河老港区改造的典范。

“现在我们港口已实现专业化码头生产和
半自动化机械作业，业态已由油、米等生活物资
扩大到矿石、煤炭等大宗商品，并拓展到滚装、
客运旅游等领域，干散货由新中国成立前的每
年3万吨发展到现在每年1200万吨以上，增长
了400多倍。”城港公司张定军说，“今年商品滚
装汽车突破10万辆。”

70年的奋斗历程，老旧的城陵矶港实现了

全新蜕变，从新中国成立前基本半瘫痪的港口

到肩挑手提背扛的小码头到半自动化的大港

口，从“白+黑”的小货运到高尖端的大物流，城

陵矶港正厚积薄发，云帆高扬。2019 年，城陵

矶老港预计实现营业收入近 2 亿元，完成利润

1500 多万元，成为湖南省铁矿石、煤炭等大宗

商品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中转基地和商品滚装汽

车转运中心。

长江在城陵矶的三江口有一个大转弯，形

成“V”字形状，仿佛预示着江水将载着城陵矶

港走向胜利、走向辉煌……

借船出海借船出海
十年新港搏中流十年新港搏中流

城陵矶港是国家对外贸易一类开放港口，
全国28个内河主枢纽港口之一，湖南省唯一通
江达海的长江深水港口。面对国家推进长江经
济带建设、打造洞庭湖生态经济圈等战略机遇，
做大做强港口，打开国际航运通道，已成为岳阳

上下的共识。早在2005年，一个新港建设梦想
酝酿成熟，一张新区发展蓝图全面铺开……

2009年6月8日，城陵矶新港正式开港，掀
开了集装箱发展新篇章。2015年5月13日，在
省委省政府、岳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直
接推动下，岳阳城陵矶新港、长沙集星港完成整
合，城陵矶新港面向“三湘四水”的“水上穿梭巴
士”随即运营，引领湖南航运进入新的“江海时
代”！

对新港发展，城陵矶新港区党工委书记黄
俊钧感叹：“2006年我担任岳阳市口岸办主任，
为了建设新港码头，我与同事费尽精力拿到新
港‘准生证’。现在又回到新港区，也许这就是
港口情缘。”

有了港口，还得争取口岸平台资质来完善
功能。岳阳 4 任市委书记、市长主动带队到国
家部委、省直厅局争取支持。岳阳城陵矶综合
保税区党工委副书记宋振权曾在岳阳市口岸办
工作，他对平台申报深有体会：“当时争取综保
区等平台资质竞争太激烈了，我们硬是去钻去
挤，挑战了不可能。” （下转T14版）


